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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107年3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機關同仁結婚，親屬朋友或經常往來之朋友所致贈之禮金，

有無正常社交禮俗之限制？ 

答：無職務利害關係不受正常社交禮俗金額限制，得收受之。

無須簽報知會。 

 

機關同仁結婚，其承辦申辦案件之廠商致贈之禮金得否收

受？ 

答：按結婚宴客，依禮俗以至親好友、長官、同事、同學等

情誼深者為邀請對象，對於與承辦公務有職務利害關係之廠

商、民眾，應避免通知或濫發請帖，以免造成不良觀感並與

規範牴觸。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問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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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12點規定公開於資訊網路之事項及時間為何？  

答：  

按本要點第12點規定：「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作業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名、

事由公開於資訊網路。」應公開之事項及時間如下：  

（一）公開請託關說事件之統計類型及數量，內容包括：  

1. 數量：各機關每季登錄之總件數。                    

2. 統計類型：自104年起，依『法務部辦理貪瀆案件涉案類

別及特殊註記歸類原則』分類為工商監督管理、金融保險、

稅務、關務、電信監理、公路監理、運輸觀光氣象、司法、

法務、警政、消防、營建、民戶役地政、入出國及移民與海

岸巡防、環保、衛生醫療、社會福利、教育、農林漁牧、河

川及砂石管理、軍方事務、外交事務、國家安全情報、國有

財產管理、國營事業、行政事務、其他等27類；至「採購」

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排除適用。 

（二）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名、事由。  

（三）公開於資訊網路之時間：每季公開於資訊網路之時間

為該季結束後之次月 15日。例如：第 1季（1月至 3月）之

公開時間為 4月 15日 

 

 
 
※丟臉！台灣洗錢犯罪 全球排名第 10 名....
最常見手法竟是辦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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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060831   CMoney 

不只是台灣，東南亞的汶萊宣布，2017 年底將關閉設立當

地的境外公司，屆時在汶萊的境外公司將喪失法律主體資格，

無法以境外公司的名義設立 OBU 帳戶，全球其他避稅天堂

的國家或地區未來也有可能會跟進。 

即使這些措施會對銀行業的海外獲利造成影響，在全球執行

洗錢防制的壓力下，台灣金融業依然必須配合，像是台灣銀

行就在網頁上公告，停止以往一些可能有洗錢嫌疑的金融業

務，所以非法的洗錢行為，未來恐怕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

了。 

 丟臉！全球裙帶關係台灣排名第 10 

不過這僅是杜絕台灣涉及境外的國際洗錢防制而已，在台灣

境內，要洗錢的方法其實還是有的，甚至洗錢的背後，還有

龐大的裙帶關係掩護，政商關係相近的人脈組成勢力，洗錢

只是其中一項「服務」而已，不同的勢力內，酬佣、掩護、

洗錢，早已是台灣長期以來的政商文化，2016 年經濟學人

雜誌評比全球裙帶資本主義在各國的比重，台灣排名第 10，

在台灣，你的政商關係越好，你的家族是執政者的親信勢力，

你越有機會邁向財富，這是台灣社會心照不宣的惡習。 

政府監督部門成為犯罪集團的「守護神」 

交通幫、財經幫、教育幫，這些都是典型長期裙帶關係和權

力近親繁殖下的產物， 

尤其是財經幫，這是台灣長期以來金融和稅制改革最大的阻

礙，利用國家機器，執行鞏固自身利益勢力，對台灣百害而

無一利，2016 年台灣兆豐銀行在美國的紐約分行，被美國

官方裁罰 57 億，因為違反洗錢防制法，但是從台灣財政部、

https://www.cmoney.tw/notes/?a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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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兆豐銀行的處理結果來看，銀行不熟悉美國洗錢防

制法規與分行內控不佳，並無具體犯罪事實，儼然就是官官

相護之下的查無不法，還有永豐金被內部員工檢舉的三寶建

設超貸案，即使金融銀行的內部檢舉人知道犯罪內情，在「吹

哨人保護制度」長期缺乏落實和自律規範的情況下，大型財

團和金融高層的金融犯罪，仍然難以被繩之以法，金管會的

監督機制形同虛設。 

金管會長期以來，高階主管在退休前就安排好卸任後的轉任

職缺，各部門業務局長退休後立刻轉任相關財團法人、官股

銀行或證券機構等董事，方便退休後繼續獲得優渥的薪資酬

佣，這意味著，金管會現任的監督者，要監督和指揮昔日長

官的衝突情況，而且因為證交所、櫃買中心、期交所、集保

結算所等證券期貨周邊單位，可以規避「公務人員服務法」

第 14 條之 1 的旋轉門轉任限制，所以金管會的監督機制

形同虛設，這些周邊單位往往是政府授權獨家經營，等於長

年營運壟斷市場，經營者擺爛也是可以照樣運作，唯一犧牲

的就是台灣金融、經濟、法規、稅務的改革躊躇不前 

洗錢和酬佣就算是再明顯不過的犯罪行為，在金管會面前，

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才有關係，按照這樣的官僚制度，

台灣金融環境要有真正的改善，簡直是天方夜譚。   

台灣長期以來的洗錢手法：辦宗教活動 

不過經過美國兆豐金分行洗錢懲罰事件後，加上國際洗錢防

制政策越來越嚴格，未來境外洗錢手法，勢必會有明顯減少，

只是台灣國內的洗錢犯罪，短期內恐怕還不容易遏止，常見

的像是政治人物的「特別費」款項，透過地方工程和偽公開

競標，沖帳後再捐作政治獻金，或者宗教獻款的方式，用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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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管理委員會委外管帳，對外發包給特定廠商，或者來場配

合競標，廠商把廟宇修繕的帳目「做好」，然後再和管理委

員會分贓，透過的方式也可以變相洗錢，這些都是台灣社會

長期以來層出不窮的洗錢手法，大膽一點的作法，直接透過

財團法人掌控整個廟宇的財務，透過廟宇的財產，買車、買

房、買土地、買物資，實際上供私人使用，例如 廟宇管理

者本身是財團法人董事長，用廟的財產買台高級進口車給董

事長作為私人代步，公眾捐款，可以轉移為特定私人使用，

在法令上根本難以管制。  

沒有修訂宗教管理法讓「財務透明化」這也是為何行政院內

政部打算要修訂宗教團體法，讓公廟財務透明化時，許多宗

教團體立刻公開反對，因為一旦財務公開透明，讓內部成員、

捐款者，或大眾知道捐贈的資產流向，這意味著，過去那種

對捐款上下其手的模糊空間形同消失，像是台灣四大佛教團

體，其資產規模早已媲美上市櫃公司，其中慈濟更是擁有全

台數萬坪土地的大地主，土地主要還是透過買賣所得，而非

捐贈，如果沒有修訂宗教管理法，讓財務透明化，那麼內部

有心人士若要進行掏空或洗錢，外界或信徒根本無從查核和

檢驗。 

只會以「疑似」洗錢收尾台灣的洗錢防制法，如果不是因為

重大犯罪，或因重大犯罪產生的利益，和洗錢概念連結起來，

間接發現洗錢的犯罪行為，通常不會東窗事發，要查到洗錢

和犯罪事實，通常都是少數重大案件，台灣雖然有「財產來

源不明罪」，看到你財產來源不明，就假設你犯罪，但只有

不到五位身居高位的公務員被已依此條罪名判刑，和實際的

犯罪數量相比，我想大多數台灣人都不相信，尤其是政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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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高明的政客或商人，洗錢技術高明，往往是多層洗錢，操

作的次數越多，檢調人員要追查自然是困難度增加，到最後

洗錢很可能就不成立，只能說是，疑似洗錢。 

洗錢背後：監督機制失能+裙帶關係嚴重 

從兆豐金洗錢案的揭發到官方稽查的過程，不難發現，「洗

錢」的背後，可能包庇了超乎想像嚴重的裙帶關係和監督機

制失能的問題，當政府要修正宗教團體法，不難想像，這法

案可能會消滅許多的洗錢和財務掏空，國際的洗錢防制，或

許可以有效減少境外洗錢，但恐怕防止不了台灣國內的洗錢

犯罪。 

  

 

 

     ※替代役廉政宣導※ 

                      

     

 

五、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

義為何？請舉例說明。 

答： 

（一）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

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規範第 2點第 2款參照）： 

1.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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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二） 舉例說明： 

1. 業務往來：特定行業或團體存在目的係居間、代理或協

助自然人、法人等與政府機關有互動往來者。如八大行業與

警察機關、律師與檢察機關或法院、地政士（代書）與國有

土地管理機關或地政機關、會計師或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

關、建築師或技師與建築管理機關、報關行與海關、代檢業

者與監理機關、防火管理人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機關等。 

2. 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市

議員與縣市政府、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各部會、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與金融機構、經濟部與公司行號、交通部與交通事業

機關等。 

3. 費用補（獎）助：如文建會補助某藝文團體、內政部獎

勵某公益團體、青輔會補助青創會、新聞局補助某藝術團體

等。 

4. 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如

機關正在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

已參與投標或已得標均屬之。 

5. 其他契約關係：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6.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如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案；或公務

員執行檢查、取締、核課業務之對象等。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廉政教材  

 

               廉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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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私心，公事公言的劉大夏和李沆※ 

    

明孝宗時，特別賞識有德有才的兵部尚書劉大夏。有一天，

他告訴劉大夏，以後朝中大事，你認為該怎麼去做的，都可

以用「揭帖」密陳，我都照你的意思去辦。劉大夏驟聞呼曰：

「臣不敢！」孝宗問何故？劉大夏說：「下臣用揭帖向皇上

進言，便是阻礙言路；如果用揭帖密進的方式，時間一久，

將會產生前朝〈憲宗〉李孜省所為之營私舞弊、奸邪貪腐情

事，其禍害將會影響深遠啊…。」孝宗聽了，久久以後才稱

「好啊！很好啊！」  

    另一個史例，某次宋真宗問宰相李沆：「別人都經常會

向我密奏，為何你從來沒有這樣做呢？」李沆道：「臣以為

才疏學淺，既當了宰相，公事在公開場合說則可，又哪須用

得上密啟呢！身為人臣，對陛下密啟，不是想進讒言，就是

要諂媚皇上，這是應該唾棄的，臣怎麼會仿傚他們呢！」  

    試想，任何行政裁量或決定，如缺乏相互勾稽、合議的

過程，則必將產生擅權或濫權情事。也許掌握權力的滋味是

美妙的，但久而久之，必定會得意忘形，反遭其禍，故不可

不慎乎！  

  

 

 

 

           ※消費者保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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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節湯圓及配料應節食品抽驗結果※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日期：107-02-27    

 

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即將到來，除闔家同賞花燈、猜燈謎

的同時，民眾少不了吃元宵湯圓應景，為保障市民食的安全

及強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市場攤

商、冷熱飲店等餐飲業者共 15家及 6家超市及大賣場等販

售場所抽驗包裝及散裝湯圓、芋圓、鹼圓、八寶豆、紅豆沙

等共 22件，檢驗項目包括防腐劑己二烯酸、苯甲酸、去水

醋酸及規定內色素(8項)、規定外色素(鹽基性桃紅精等 21

項)，檢驗結果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稽查均符合規定(如

附件)。 

依「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防腐劑去水

醋酸僅能使用於乾酪、乳酪、奶油及人造奶油等食品中，不

得使用於湯圓產品；苯甲酸、己二烯酸可使用於湯圓產品，

惟使用限量為 1.0g/kg以下，違者將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 18條規定，依同法第 47條第 8款處新臺幣 3-300萬

元罰鍰；另目前國內准用之著色劑分別是紅色 6號、7號、

40號，黃色 4號、5號，綠色 3號以及藍色 1號、2號等，

至於工業染料(如 Rhodamine B 鹽基性桃紅精)不得添加於

食品，違者依同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0款，依同法第 49 條

第 1項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8千萬以下罰金。 

衛生局呼籲業者應遵循「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

標準」，勿濫用食品添加物造成食品安全之危害，應落實衛

生自主管理，搓湯圓時要注意手部衛生，製程環境衛生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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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販賣業者需注意產品儲藏

條件(冷藏溫度攝氏 0-7℃，冷凍溫度攝氏負 18℃以下)等。

另提醒消費者湯圓為高熱量食品，以包餡元宵湯圓為例，4

顆湯圓熱量相當於吃進一碗白飯，民眾可依產品外包裝營養

標示依自己需求選購，進食時請小口食用並細嚼慢嚥，避免

造成消化道或食道哽塞之風險，以上稽查結果，可逕上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khd.kcg.gov.tw/)食品衛生專

區查詢。若有任何食品衛生問題，歡迎逕洽衛生局食品衛生

科(洽詢專線 7134000轉食品衛生科）。 

 

 

 

                 

               反詐騙宣導 

 

※投入少少資金，就能回收 20%獲利？※ 

  資料來源：2018/2/26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投入少少資金，就能回收 20%獲利？  

聽過新的網路投資方案嗎？ 

投入少少資金，就能回收 20%獲利？  

您相信嗎？ 天啊！我可不敢相信呢！  

昨日多位民眾陸續報案，有關「Ethvinex 套利終端交易平台」

主打一星期能回收 20%獲利，等民眾投入千元以上資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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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到的，是前往派出所報案的紀錄  

此種看似超好康投資，實際也是詐騙吶！是詐騙吶！請趕緊

分享轉知親朋好友，別上當啊！若已受騙，也請儘速至警察

機關報案！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日常裡的資通安全」 
 

   資料來源： 清流雙月刊 ■ 國防部中校參謀葉清源 

 

「出門在外，想關心一下家中的長輩， 於是登入居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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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統來查看家中的情 況」；「炎炎夏日，在外勤奮地跑了

一天 的業務，為了回家時能有一個舒服的環境， 於是遠端

啟動家中的冷氣機」；「出門旅 遊，看見難得的美景，為了

讓親朋好友也 能立刻欣賞到相同的景色，所以拍照留念 並

立刻打卡上傳雲端」；這些在現代看似 理所當然的服務，皆

拜現今網路發達及科 技進步所賜，讓我們平淡無奇的生活

處處 網路攝影不設防，直播主角換你當。 

 國外網站《Insecam》全天候播放來自世界各地的網路

直播畫面，前陣子也 有臺灣女生的寢室曝光，致其個人隱

私全被看光光，這猶如電影《楚門的世界》 般的情節正在

現實中上演，你是否已經成為最佳男（女）主角了？充滿了

便利，但是，在這便利科技的黑暗 面中，隱藏了什麼樣的

危機呢？ 許多人都知道，現在居家防護系統非 常多樣化，

除了租用保全公司所提供的服 務外，熟悉電腦及網路架構

的用戶也可以 購買相關設備，自行架設一套自己的防護 系

統，但這些保護居家安全的雲端設備， 該由誰來保護它的

安全？ 

近年來，網路攝 影機遭駭事件層出不窮，國外號稱擁

有最 多線上攝影機的網站《Insecam》，光是監 看臺灣的攝

影機就有四百多部（其中二百 多部是落於臺北市區），而這

個網站甚至 依據攝影機的廠牌、架設地區、城市，以 及時

區等項目進行分類，讓有特殊興趣的 人士可以隨時選擇他

們想觀看的鏡頭。那 麼，當我們使用這些設備時，為避免

隱私 外露，該採取哪些保護措施？建議各位最 基本一定要

做到的，就是將登入系統的密 碼更換為高強度密碼，另外

亦需不定時地 更新系統軟體，以及檢查連線紀錄，以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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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監看而不自知的情況發生。  

《Insecam》網站全天播放來自全球各地的攝影直播畫面，

根據攝影機廠牌、架設地區、城市等項目進行分類，其中監

看臺 灣的攝影機多達四百多部。其次聊聊雲端家電的便利

與風險，可 連接雲端的家電，除了最常見的冷氣之外， 現

在亦有廠商開發電動門、智慧電表、空 氣清淨機、電鍋等

智慧型連網裝置。這類 家電的確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相

當程度 的便利，達到節電、省時並提供舒適的生 活環境，

但若此類系統設計有缺陷，難保 駭客不會運用這些設備來

進行惡意攻擊。 例如，在寒冷的冬天啟動冷氣並將其溫度 

調降至 19 度，進行無意義的惡搞；或是 竊賊趁家中無人

時透過遠端搖控開啟電動 門，趁機入侵住宅搜括財物，相

信無人願 意上述情況發生。 

 那麼，我們該如何善用這些設備，而 又不用擔心它可

能隱藏的危害呢？商品生 產者當然需要背負最大的防護責

任，定時 檢測並更新相關系統軟體，而使用者務必 保護控

制裝置的安全。舉例來說，若透過 手機使用雲端 APP 來控

制家中的冷氣，那 麼，這部手機就不要安裝太多應用程式； 

再者，家中的智慧型裝置若是透過 Wi-Fi 進 行連線，則 

Wi-Fi 密碼也不應該設定的太過 簡單，以上兩點防護作為

無需高超的電腦 功力，一般人應該都可以做到。 

 至於即時分享旅遊美景這類的行為， 究竟隱藏了什麼

樣的危機呢？首先我們該 考慮到，有哪些人可以看到我們

上傳的照 片，如果隨意一個路人都可以存取我們的 照片，

那我們就不該上傳較隱私或者是背 景為機敏地區的照片。

此外，亦應留心提 供服務的供應商背景，還有使用前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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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使用合約，因為某些公司在合約條款中提 到，客戶上傳

照片後，版權就屬於該公司 所有，他們可以任意使用，這

類型的合約 網路攝影機是透過製造商的伺服器或雲端登入，

只要被 植入木馬或資料外流，都有可能被偷盜帳號；圖為

民眾 購買網路攝影機監控寵物，沐浴時竟遭駭客入侵偷窺

的 真實案例。 

物聯網的發展讓雲端家電在我 們生活中越來越普遍，

各式家 電用品都可透過 APP 遠端遙 控，提供人們更加舒

適的生活 環境，卻不能不提防有心人士 的惡意攻擊。 即

時分享旅遊美景，除了應考量照片內容的隱私權和背 景的

機敏性外，更應注意服務供應商的合約條款，以免 在不知

不覺中損害了自身權益。 非常不合理，但多數使用者均未

查覺，致 損害了自身的權益。另外，若決定使用這 類型服

務時，仍應注意登入服務的密碼設 定是否安全，照片中是

否夾帶 GPS 資訊等 等，才能達到較佳的保護效果。  

整體而言，智慧型裝置已為現代生活 帶來了相當程度

的便利，只是身為使用者 的我們，除了懂得如何「用」以

外，更該 瞭解安全防護做法；好好保護自身隱私， 就不會

成為最佳男（女）主角而不自知！駭客的挖礦機 物聯網的

時代來臨，新興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背後也隱藏了重大的

資安 風險，機關在採購相關設備時也要小心謹慎，減少資

安事件發生的機會。  

門禁系統潛藏安全漏洞 好萊塢特務電影的駭客，只要

手邊有 一台電腦就能控制任何資訊系統，從屏蔽 大樓監視

器的畫面，或是遠端控制門禁鎖， 讓人輕易地進出機關重

地等都只是小菜一 碟。以上場景觀眾已經司空見慣，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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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為這些只會出現在電影裡那就是大錯特錯 了，隨著駭客

手法日新月異，電影中的許 多情節都已成真。 當門禁系統

成為挖礦機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 理 暨 協 調 中 心

（TWCERT ／ CC）》 於 去（2017） 年 9 月 時就發出警告，

數個特定考 勤門禁系統中已被發現存在 資安漏洞，可能被

駭客利用 而植入木馬或後門等惡意程 式，不僅具有機敏資

訊（例 如內部人員出勤紀錄、員工 編號或帳號密碼等）外

洩的 風險，而且可能被駭客進一 步取得系統完整的控制權。 

電影裡駭客攻破門禁裝 置系統的情節，恐怕在 真實生活中

上演。  

《 台 灣 電 腦 網 路 危 機 處 理 暨 協 調 中 心

（TWCERT ／ CC）》於去年時發出警告， 數個特定考勤門禁

系統中已 被發現存在資安漏洞。（資 料來源：台灣電腦網

路危機 處 理 暨 協 調 中 心 FB，https:// 

www.facebook.com/twcertcc/ posts/2015215518708183）

「運算資源」成為駭客覬覦目標 不要以為駭客只會針對資

料有興趣， 就心存僥倖。許多資安事件案例顯示，駭 客想

竊取的已不只是有價值的「資料」， 而是轉為鎖定裝置的「運

算資源」。 

典型 的攻擊手法是植入殭屍（bot）病毒，成 為受駭

客控制的殭屍電腦，潛伏並隨時等 候駭客下一步命令，一

旦殭屍網路大軍成 形，就能用來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 DDoS）， 讓雲

端服務或網站連線負載量過大而造成 服務停擺。 除此之外，

新型態的攻擊手法則是植 入比特幣挖礦的惡意程式，讓裝

置搖身一 變成為駭客專屬的虛擬貨幣挖礦機，不僅 難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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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還能立即替駭客帶來金錢上的 利益，比過去還要設法

販賣機敏資料或向 被害企業組織勒索贖金更方便省事。  

物聯網裝置成為駭客眼中的肥羊 門禁卡感應、指紋辨

識、車牌辨識等 門禁系統皆屬於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的應用，物聯網是近年來最火紅 的技術

之一，其應用例如智慧家電、居家 安全偵測及監控系統或

穿 戴式裝置等，並可與監控 系統、網路、中央控制等 系

統整合，以進行數據收 集與遠端控制。 然而，在一窩蜂擁 

抱物聯網技術的熱潮中， 不得不重視的是其背後 所隱藏的

隱私問題和資 安風險。據資安業者卡 巴斯基實驗室

（Kaspersky 駭客於物聯網植入比特幣挖礦的惡意程式，使

裝置在民眾不知情下成為其專屬的虛 擬貨幣挖礦機。 

調查光是去年就出現逾四千種新 IoT 惡意程式，遠高

於前年的 3,219 種。 分析 IoT 惡意程式如此蓬勃發展的

原 因，是因為物聯網裝置具有以下特性，故 容易成為駭客

攻擊的目標：  

一、 資通安全易被忽略 人們通常會專注於保護個人電腦和

智 慧型手機的隱私，但卻容易忽略物聯網裝 置的資安

風險。在僥倖心理下，即使知道 所使用的裝置系統已

有安全漏洞，也可能 因為成本預算及人力等考量而無

法進行產 品升級或汰換。 物聯網熱潮掀起產業新革命，

應用範圍包含居家安全監控、智慧家電、穿戴式裝置等

領域，卻容易變成駭客攻擊的新目標。 根據資安業者

卡巴斯基實驗室調查，每年發現的物聯網 惡意程式樣

本數量逐年攀升，2017 年更比前年多出 4 千 多種新 

IoT 惡意程式。（資料來源：卡巴斯基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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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一般電腦存在同樣的安全問題 隨著物聯網裝置功能

需求提高，裝置 內部所使用的作業系統也向一般使用

者電 腦貼近，以應付高階的運作需求。以物聯 網裝置

可能搭載的 Linux 嵌入式作業系統為 例，其內部的核

心（Kernel）與上層應用軟 體和函式庫也可能存在與

一般電腦相同的 安全漏洞。例如 2014 年 9 月曾爆發

的 Shell Shock 重大漏洞（CVE-2014-6271），可能造 

成目標主機的機敏資料洩露或甚至被駭客 所控制，影

響的範圍主要為使用 bash shell 的作業系統，包含 

CentOS、Ubuntu 及 Mac OS X 等，而亦有不少 Linux 嵌

入式作業系統 內建了 bash shell，故同樣存在資安風

險。  

三、 安全性漏洞修補頻率低 在電腦或是手機上還有多種防

毒軟體 可以安裝使用，例如微軟、Apple 或 Google 等

亦常會釋出安全性修補程式，但卻少有 針對物聯網裝

置開發專門的防護軟體，只 能仰賴裝置製造商釋出的

韌體（即燒錄於 硬體內的軟體）更新。在成本的考量

下可 物聯網裝置應避免使用預設的帳號密碼，降低駭

客入侵的風險。能無法於一年內更新一次，且即使製造

商 釋出了更新，使用者端也不具備自動修補 的能力，

故常見的狀況是裝置的韌體未更新，最後只能以汰換硬

體收場。  

四、 常使用預設的帳號密碼 物聯網裝置為了方便進行大量

生產， 往往會使用預設的帳號密碼，這種現象可 能出

現於同一個型號的產品或甚至同一個 產品線的所有裝

置，且工廠出貨後部署至 使用者端時，裝機人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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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定去修改 裝置的預設帳號密碼，甚至可能無法修

改， 故大開駭客方便之門。駭客只要鎖定共同 供應契

約清單上所列的裝置，一旦成功破 解，則採購同一型

號的機關組織皆有被入 侵的風險。  

五、 不易發覺異常 功能需求及成本考量下，物聯網裝 置

本身往往不需具備大型的使用者螢幕， 僅需顯示必要

訊息（例如通行碼或異常燈 號），故入侵行為也不易被

直接發覺。  

六、 長期不關機 駭客入侵成功後，除了要避免被 

資安 設備察覺，還需要確保惡意連線的暢通， 否則好

不容易攻下的據點若隨時會失效， 那就不符合攻擊的

時間成本。而物聯網裝 置的需求就是要能隨時提供服

務，例如門 禁系統必須24小時開啟，且隨時連結網路， 

一旦被成功入侵就可讓駭客長時間使用， 可能被當作

駭客的跳板機或是殭屍網路成 員，長期潛伏並靜待駭

客下達攻擊命令。 結論 現今的物聯網資安防護仍相當

脆弱， 特別是在連網裝置端點上的安全防護更是 被人

所忽略，全球的物聯網裝置於 2020 年 預估會成長到

二百至五百億台，更顯出潛 藏資安問題的急迫性。資

安專家建議使用 者在架設物聯網裝置時，應變更裝置

的預 設帳號密碼，且不要讓裝置暴露在公開網 路上讓

人隨意存取，並且關閉系統尚不必 要的網路服務，以

防有心人士惡意探測系 統上的漏洞；若設備有疑似遭

到入侵的跡 象或異常行為，應立即聯繫相關設備廠商 

重新安裝系統或更新韌體版本。只要遵行 這幾項建議，

即可大幅降低資安風險，減 少被惡意程式狙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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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維護宣導 
 

觸電事故頻發，電流傷害人體的物理原

理是什麼？ 

2017-03-09 由 合眾電氣 發表于資訊 

安全無小事，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每年因為工傷事故造成的死亡人

數約為 13 萬人，其中觸電死亡人數約為 8000 人，約占總死亡人數的

百分之六!這應當引起我們每個人的警覺，生命無小事，請安全用電。 

人體能觸電的一個必須條件是：人體成為了電流迴路中的一部分。人

體成為電流迴路中的一部分，一共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人體直接與電

源接觸的觸電形式(以 220V 交流電為例)，這種觸電形式分為單極接

觸和雙極接觸。單極接觸時，人體接觸了火線的時候與大地形成了迴

路，這種觸電一般是意外觸電事故。而雙極接觸是指人體同時接觸了

火線和零線所形成的迴路，這種觸電方式多發生在自殺或者他殺的現

場!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309/
https://kknews.c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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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成為電流迴路的第二種形式：人體沒有直接接觸電源的觸電方式

(高壓)。一種是跨步電壓，另外一種是電弧觸電，跨步電壓是指：進

入極地電流入地點周圍點位分布區，因兩腳間電壓差，與大地形成迴

路。電弧觸電是指：機體靠近高壓設備，設備放電擊穿空氣使人體成

為電流迴路的一部分。 

電流是如何損傷人體的呢?首先我們先來了解電流的性質，電流分為

直流電，和交流電兩種，交流電比直流電更加危險，在電壓相同的情

況下，人體對交流電的敏感度是直流電的 4-6 倍，在低電壓的時候，

直流電僅僅引起肌肉鬆弛，而交流電則會引起肌肉的收縮而不能鬆開

電源，其中 50-60Hz 的交流電的危險性更大，然而這種頻率的交流電

正好是我們工業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此頻率的交流電正好與人體組織

(特別是神經、肌肉組織)的生物電節律相符，能引起心肌纖維性顫動

與骨骼肌纖維強制性收縮。 

下面我們來介紹下電壓對人體的損傷，150V 以下的電壓對人體相對

比較安全，1000V 以上的電壓引起的損傷多為電休克，較容易救治;

然而位於 150V-1000V 之間的電壓就比較危險了。交流電致死電壓為

25-300V 觸電休剋死亡者多發生在電壓為 220-250V。高壓電選擇性地

作用於神經系統和呼吸器官，通過有效的人工呼吸可以治癒。而電壓

電作用於心臟的傳導系統，往往會引起致命的心室顫動。高壓電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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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性表現在皮膚與電源之間形成電弧，使衣服燃燒、人體組織燃燒，

溫度可達 4000℃。 

... 

電流作用的時間越長，通過人體的電流量就越大，後果也就越嚴重，

高壓電流作用於人體的時間小於 0.1S 是不會引起死亡的，但是作用

1 秒鐘就可能引起死亡。 

電流作用於人體會引起人體什麼樣的變化呢? 

人體的皮膚是不良導體，電流作用受皮膚電阻的阻抗經過一段時間後，

電流會擊穿皮膚，電流量會增大。在電流的作用下導致皮膚和皮下組

織發生凝固性壞死，這對電流又起了抵抗作用，當皮膚和皮下組織一

旦發展為炭化，則又提高了電流的導電性，隨著時間的延長、皮膚及

皮下組織不停炭化，甚至會露出肌肉和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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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經過人體的途徑有哪些? 

百分之八十的觸電事故的電流都是由一個肢體進入另一個肢體溢出，

都經過了心臟，電流經過腦、心臟、肺最為危險。人體成為接地導體

取決於人體和地面的接觸情況，潮濕的地面、赤足、鞋底有鐵釘等情

況都會促進電流通過，危險性是極大的。所以每位電工在作業的時候，

都會被要求將防護用品穿戴齊全。 

人體能承受的電流強度 

健康的男青年能耐受 21.6mA的電流強度，8.8-9.4mA可使其緊握電源，

女性耐受能力不及男性，能耐受最大電流強度為 14mA，6mA 時就可

使其緊握電源，直流電電流強度達到 100mA，或交流電電流強度達到

70-80mA 時，對人體有致命的危害，強度 100mA 頻率為 60Hz 的交流

電可以立即死亡。 

相關文章 

 

https://kknews.cc/health/boyren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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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電、交流電，哪個傷害更大？ 

2017-06-30 

不知道有沒有人統計過，每年有多少人被電傷？是不是想知道交流電

（AC）與直流電（DC）哪個對人體的傷害更大呢？想不想知道人體

能承受的最大電壓是多少？雖然很多人都一想到觸電就不寒而慄，但

下面這個哥們決定通過親身體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很多人都知道人體能承受多大電壓，但你知道人體能承受多大電

流嗎？ 

2017-07-09 

讀書的時候，我們都學過人體能承受的安全交流電壓是 36V 以下，

但又有多少人了解過我們人體能承受多大電流嗎？這又是怎麼計算

出來的呢。首先，我們先要了解下人體電阻吧，人體電阻的大小直接

影響觸電後果的重要因素。 

 

關於觸電請了解這些！ 

2017-09-05 

https://kknews.cc/health/boyrenj.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630/
https://kknews.cc/news/yy6mg2g.html
https://kknews.cc/news/yy6mg2g.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709/
https://kknews.cc/health/xnr263o.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905/
https://kknews.cc/news/yy6mg2g.html
https://kknews.cc/health/xnr263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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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觸電，請了解這些安全知識↓↓↓觸電是人體觸及帶電體、帶電體與人體之間電弧放電時，

電流經過人體流入大地或是進入其他導體構成迴路的現象。常見的觸電方式有兩種：即直接

接觸觸電和間接接觸觸電。「電擊」：電流流過人體內部破壞心臟、呼吸與神經系統，重則

危及生命。 

 

用電安全知識（三）人體觸電方式 

2017-05-17 

人體觸電的基本方式有單相觸電、兩相觸電、跨步電壓觸電、接觸電

壓觸電。此外，還有人體接近高壓觸電和雷擊觸電等。單相和兩相觸

電都是人體與帶電體的直接接觸觸電。一、單相觸電（一）定義單相

觸電是指人體站在地面或其他接地體上，人體的某一部位觸及相帶電

體所引起的觸電。 

物理君解答 120 個高中物理必知問題(43) 

2017-01-24 

43.什麼是電流？電流產生的條件是什麼？方向是如何規定的。如何

利用電流強度的定義式計算金屬導體、電解液中的電流大小？如何利

用電流強度的定義式計算帶電粒子在點電荷電場及勻強磁場中做圓

周運動時的等效電流？電流按照方向和大小怎樣分類？答：電流，是

指電荷的定向移動。 

 

https://kknews.cc/society/y6jkmlk.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517/
https://kknews.cc/science/kxqzpbb.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124/
https://kknews.cc/society/y6jkmlk.html
https://kknews.cc/news/29xojv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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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觸電與急救 

2017-06-11 

一、觸電人體是導電體，一旦有電流通過時，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傷

害。由於觸電的種類、方式及條件的不同，受傷害的後果也不一樣。

觸電的種類觸電是指人體觸及帶電體後，電流對人體造成的傷害。人

體觸電有兩種類型的傷害，即電傷和電擊兩類。 

 

常見的觸電方式 

2017-09-01 

觸電是直接觸及帶電物體或者帶電體與人體之間的電弧放電時，電流

直接經過人體流入大地或是進入其他導體構成迴路的現象。常見兩種

觸電的方式：直接接觸觸電和間接接觸觸電。 ㈠、直接接觸觸電 直

接接觸觸電的方式是指人體直接接觸到帶電的導體而發生的觸電現

象。也稱正常狀態下的觸電。 

 

安全用電常識及觸電急救方法 

2014-10-10 

https://kknews.cc/news/29xojvy.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611/
https://kknews.cc/science/9m2qnol.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901/
https://kknews.cc/health/4qav9qg.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41010/
https://kknews.cc/science/9m2qnol.html
https://kknews.cc/health/4qav9q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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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安全用電常識及觸電急救方法，下面小編為你詳細介紹。人

觸電以後，會出現神經麻痹、呼吸困難、血壓升高、昏迷、痙攣，直

至呼吸中斷、心臟停跳等險象，呈現昏迷不醒的狀態。如果未見明顯

的致命外傷，就不能輕率地認定觸電者已經死亡，而應該看作是「假

死」，施行急救。有效的急救在於快而得法。 

 

觸電很危險 

2017-10-20 

電，給了我們方便電，給我們帶來了危險。01 曾幾何時，也聽到很

多觸電致死的案例。深感遺憾。觸電分為低壓觸電，高壓觸電。以

220V 為分界線。低壓觸電不少人試過。樓主玩音響的時候就經常被

電哈。接地不好的電器手濕摸上去麻麻的。那就是觸電了。低壓觸電

也有致死的危險哦！千萬不要嘗試！！！ 

 

人體觸電方式 

2017-06-01 

單相觸電人體的一部分接觸帶電體時，另一部分與大地或中性線相接，

電流從帶電體流經人體到大地形成迴路，這種觸電稱為單相觸電。兩

https://kknews.cc/news/rq2anzv.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1020/
https://kknews.cc/health/bogopvm.html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0601/
https://kknews.cc/news/rq2anzv.html
https://kknews.cc/health/bogopv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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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觸電如果人體的不同部位同時接觸兩相電源帶電體，所引起的觸電

稱兩相觸電。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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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專線：（089）33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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